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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志工夥伴好:    

    大家引頸企盼的的據點大賽將在 6/10(三)於台北縣政府 3樓多功

能集會堂辦理初賽囉!感謝大家對活動的熱烈響應，已經有近 30位志

工報名支援活動，有興趣的夥伴也可於當天下午 1 點到場為長輩加油

打氣喔!請大家一起欣賞這期的報馬仔，分享身為大弘人的喜悅。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活動花絮 

05/02(六)宜蘭據點長者來去綠色博覽會 

受到宜蘭縣政府邀請參與「宜蘭縣獨居老人參訪綠色博覽會活動」，宜

蘭據點共有八十名長者共襄盛舉。活動中，不論是坐遊園車還是散步園區，

長輩個個都像孩子般的興奮。站長開心的說：「這次出門是最大團的一次，

還好沒有搞丟長輩，讓我更有信心再辦下次的活動。」 

 

    

弘道宜蘭站與副縣長、處長及主辦單位合影  準備坐遊園車，長輩們都很興奮! 

 活動花絮 

05/26(二)宜蘭據點協助辦理舒活健康講座，大爆滿 

由五結鄉公所與五結鄉圖書館主辦，四結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協辦的

舒活健康講座在四結社區活動中心舉辦。動感的老師除教導長者簡易的

養生概念外，並帶領長者高舞”練舞功”一曲。本以為長者會害羞的躲

起來，沒想到長者們與志工們開心的共舞，大夥們渡過一個熱鬧又開心

的早晨。 

      

  大家都專心聆聽課程              長輩們各個能歌善舞 

05/27(三)八德站志工送粽子，送溫暖給長者 

端午節前夕，八德志工送端午禮盒到長者的手中。長者接受志工關

懷的美意，直說：「你們這樣給我驚喜，我會幸福的受不了。」志工們

則說讓長者覺得溫暖與祝福，才是給志工們最棒的端午節禮物唷！ 

           

     志工分送端午節禮盒~           長輩看到志工不停的道謝、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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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5/17 雙和敬老行~士林懷舊踏青遊 

   『有人 80歲第一次來士林官邸……有人 20多年沒重遊舊地』5/17這

天，大家一起走在士林的官邸中，經由導覽員解說，了解官邸建造的時代

背景及意義，參觀中西方各異其趣的庭園，原來官邸有這麼多值得細細品

味的回憶阿~這對雙和的獨居長輩來說，是難得的，也是開心的！尤其是

志工帶著長輩搭乘捷運到士林，長輩杵著輔具一路走完全程，雖然沒有遊

覽車來的舒適，卻更貼近長輩的生活圈，大家還相約菊花展時也要來逛逛

喔！ 

     

 大夥於牛寶寶前合影             長輩們聚精會神聆聽解說 

 

 

活動花絮 

南港據點 - 役男貼心服務，量血壓、打掃樣樣來 

5/14這天南港據點來了 6位台北地檢署的役男，不但幫忙據點長輩量

血壓、體溫、關懷陪伴，還有幾位役男到行動不便的陳爺爺家協助打掃呢！ 

從廚房、浴室、外環境，役男一一幫陳爺爺整理與垃圾打包，讓爺爺好感

動！也減輕爺爺生活上的困擾！役男們的熱心，也讓大眾對他們有不一樣

的認識！ 

          

役男協助行動不良的長輩打掃       役男學習幫長輩量血壓 

活動花絮 

5/24 樹林敬老行~擁抱宜蘭鄉村風光 

   天氣和煦、涼爽的一天，樹林的長輩們一早便迫不及待的到達集合點等著出發，興高采烈

地一路參觀青蔥博物館、自然生態工法灌溉的柯林湧泉；為讓出遊有寓教於樂的功用，也特

別在車上播放”不老騎士”影片，並加上搶答遊戲，增加大家的印象，爺爺奶奶紛紛表示佩

服這群不老騎士的精神，也感動的說”有夢就要去實踐”，自己也受到鼓舞! 

 

 

 

一行人悠閒的參觀柯林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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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06/13(六)三峽敬老體檢活動 

    當日早上 8點於三峽鎮農會本部舉辦，由恩主公醫院的醫療巡迴車

提供健檢服務，志工們也將貼心的準備茶點給長輩，一起開心的享用 

“上午茶”時光。 

06/14(日)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種子教師培訓中階課程 

 於宜蘭縣社會處三樓多功能實驗劇場舉辦，內容包括資源運用與案

例討論、銀髮族身體機能評估與實務操作、銀髮族體適能設計與實務帶

領等課程。8/9(日)尚有進階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夥伴可洽

039-283880#101洽詢吳惠美專員。 

06/20(六) 宜蘭志工新人營 

 將於當日早上九點於四結社區活動中心舉辦，讓新進志工更了解弘

道的緣起、服務內容及服務須知。歡迎有興趣之新進志工可洽

02-27006363#19謝依倫社工洽詢。 

南港據點銀貴教學 

    南港據點於 6/11開始，6、7月的每個禮拜四邀請台北市的銀髮貴

人來敎長輩做吸管教學，希望帶給據點長輩不同的學習機會。 

6/30(二)士林據點戶外教學活動 

    士林據點，6/30將舉辦今年第二次的戶外教學活動，預計前往內灣

走走。每次的戶外活動總是吸引長輩的熱烈報名，相信這次肯定將引起

參與炫風！ 

7/4(六)北服志工新人營 

    志工夥伴們注意啦!新人營將於 7/4舉辦，讓各站新進志工更了解弘

道的緣起、服務內容及服務須知。報名表將於 6月中公佈，歡迎有興趣

之新進志工向站長報名。 

課程預告 

＊活動名稱：北縣區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尚未開放報名) 

  活動日期：98/7/11-7/12 

  活動地點：蘆洲  

  聯絡方式：中華民國紳士協會 陳雅雯文書主委  Tel:2983-3558#10 

＊活動名稱: 北縣區志願服務基礎訓練(尚未開放報名) 

  活動日期：98/7/25-7/26   

  活動地點：新店  

  聯絡電話：臺北縣志願服務協會 陳麗芬社工員 Tel:2272-5082 

＊活動名稱: 初階志工源頭教育訓練(志工隊長、副隊長)每梯 60人 

  活動日期: 第一梯 98/7/18-7/19(板橋) 

            第二梯 98/7/28-7/29(新店)   

  聯繫電話：臺北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許昱禎社工員 Tel:89668566 

＊ 活動名稱: 臺北市 98年志願服務生命教育培訓營 

   主辦團體：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承辦團體：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 

   課程地點：臺北捷運 北投會館（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527巷 88號） 

   課程時間：2009/7/8 ~2009/7/10 

   報名資格：臺北市各公私立高中學校學生，對於志願服務充滿熱情， 

             願意投入志工行列者。 

   報名方式：活動全程免費，為確保參與人數，請連同報名表以現金袋 

             繳交 500元保證金，將於活動結束時全數歸還。歡迎學校 

             或社團單位團體報名。 

   報名日期：2009/5/30 ~ 2009/6/24 

   聯絡人：張雅惠 2700-6363分機 12 

 



 7 件 涼被 北服處 

B9990 6 支 手錶(沒電) 北服處 

B9990 2 台 刮鬍刀 北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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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老是健忘??漫談預防失智症 

【摘自優活健康網 / 耕莘醫院神經內科 陳志豪 醫師撰文】 

〝健 忘〞，相信這是大家都有過的經驗，比方說：明明剛剛才跟朋友談

完的事情或是剛用剪刀剪開包裝，卻想不起剪刀擱哪兒，怎麼想就是想

不起來！有的時候會覺得是不是自己太累或是太忙，還是昨天晚上睡不

好所致，再不然就是歸咎於自己年紀的因素。  

雖然說『遺忘』可能會發生在看來生龍活虎的職場菁英身上，但若是容

易『遺忘』的太廣、太深入、太快，到達所謂〝健忘〞的程度，恐怕就

要詳加注意了！有著《世紀之症》稱呼的阿茲海默(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一開始以〝健忘〞來表現的疾病。 

天主教耕莘醫院新店總院神經內科-陳志豪醫師表示，起初大家以為這種

毛病是稀有的神經退化疾病，但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發現，六十五歲以

前患此症者大概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詳細調查後赫然發現這退化性

的神經疾病在六十五歲以後明顯的增加；八十歲以上的人口受這毛病困

擾的更達到一半以上！ 

陳志豪醫師指出，更須加以注意的是，會造成記憶力衰退的毛病，不祇

是阿茲海默症而已，水腦症、腦傷的後遺症、腦血管病變、內分泌異常、

營養失調、感染症或是精神情緒上的問題，都可能出現類似的症狀，而

上述引起記憶力衰退的諸多病因，若能早期診斷，都能給予適當的治療

而阻止病程的進展，甚至達到完全的康復；所以當出現記憶衰退或是其

他腦功能異常的時候，比如說學習能力下降、空間感變差、容易迷路、

看報紙的時候，越來越難懂裡面要傳達的意思或是出現言語上的障礙

時，最好能請神經專科醫師詳細評估檢查，以期早日發現毛病並加以根

治！ 

98年 06月北部服務處可分享的物資清點單 

物品代碼 數量 新舊情形/品名/容量、尺寸 地點 

A0070 3台 便盆椅六成新 松山日照 

A0091 5附 ㄇ字型助型器六成新 松山日照 

A0070 1台 便盆椅全新 北服處 

A0080 1支 單支拐杖 北服處 

A0080 2附 腋下拐杖 北服處 

A0091 1附 ㄇ字型助型器八成新 北服處 

B0020 7件 涼被 北服處 

B9990 2台 刮鬍刀 北服處 

 

98年 06月 北部服務處有需求的物資清點單 

物品代碼 數量 新舊情形/品名/容量、尺寸  

A9990 

不限、可持續提供

更好 

手術用 PE手套 

B0011 紙尿褲(M)、(L) 

B0090 抽取式衛生紙 

B9990 中單 

E0022 1台 家庭用冰箱(宜蘭據點) 

A0011 2台 一般輪椅 

 

http://www.uho.com.tw/Web.asp?id=18152&m=3&dr=2468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5BE%u75C5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91AB%u9662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1DF%u990A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6AA2%u67E5

